
“牙好，胃好，身体好”，这是大家耳熟能详
的广告词。事实的确如此，口腔疾病与全身疾
病可相互影响，常见的牙周病会诱发或加重全
身性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早产、老
年痴呆等。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洪雷 王卉珍

通讯员 王五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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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20日为第25个全
国爱牙日， 今年的活动主题为
“健康口腔，幸福家庭”，副主题
为“关爱老人，修复失牙”。

省卫生厅、省口腔医学会和
省卫生宣传教育信息中心9月14
日在长沙启动湖南省爱牙周活
动， 全省多地也将相继开展。在
此期间，记者特邀口腔专家教您
正确护齿。

牵一“齿”而动全身

“民间常说，牙疼不是病，这
其实是很大的误区。”爱牙日前，记
者走访了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
的副院长谢晓莉，她介绍，口腔疾
病可与全身疾病相互影响。

“口腔是人体消化道和呼吸
道的起端。常见的牙周病会诱发
或加重全身性疾病，如心脑血管
疾病、糖尿病、早产、老年痴呆
等。”谢晓莉说，口腔中存在700
多种细菌， 若出现牙龈出血，这
些细菌就很可能跟随血液流遍
周身，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此外，一旦牙齿缺失，整个
口腔平衡就会被打乱，若不及时
修复，会导致缺牙间隙附近的余
留牙出现倾斜、移位，缺牙间隙
逐渐缩小等， 局部咬合关系紊
乱、咀嚼功能下降、牙周损伤等
问题也接踵而来。

老人失牙易得老年痴呆

我国老年人主要的口腔问
题是失牙， 咀嚼功能下降等。第
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
查发现，86%的65—74岁老年人

都有牙缺失，约50％的
老年人缺失的牙没有得
到修复。

生活中， 人们常常认
为，“老掉牙” 是自然规律，没
必要花时间和金钱修复失牙。谢
晓莉提醒， 这些观念不科学。事
实上，“失牙”之后，不仅影响美
观和咀嚼功能，还有可能对脑部
供血产生影响，不可轻易忽视。

湘雅口腔医院牙周粘膜科
主任刘斌杰博士介绍，咀嚼运动
可使脑血流量增多，这意味失牙
将影响脑部活化程度和行使功
能，从而成为老年性痴呆等脑部
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刘斌杰提醒，失牙患者应用
义齿及时修复失牙。目前镶牙的
主要方法有活动假牙、固定修复
和种植牙三种。

正确刷牙，可以老不掉牙

相对于修复失牙，从小保持
良好的护牙习惯更为重要。 如采
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护理， 谢晓莉
称，牙齿完全可以伴随人的终身。

健康刷牙应遵循“三三制”
原则，即每次刷牙3分钟，每颗牙
要刷够3面，每日最好刷3次（三
餐后）。每次刷3面，是指刷颊侧
面，舌侧面，咬合面3个面。有牙
医测算，如果每个牙面刷10次左
右，那么，完成16个面160次的刷
洗约需3分钟， 这样才能把滞留
在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和菌斑清
除掉， 同时也是对牙龈一种按
摩，起到预防、消除牙周病作用。
除了刷牙外，在餐后还要清水漱
口。

漠视“老掉牙”可能患痴呆
调查：86%老人牙齿缺失 提醒：正确刷牙3分钟，就可让牙齿伴终生

“你看， 她已经是明显的乳腺癌
患者， 自己却丝毫不觉。”9月6日至7
日，省肿瘤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
院附属肿瘤医院）博士团来到岳阳平
江，为当地患者免费义诊。该博士团
行程达9000多公里，历经安化、石门、
宁远、桃江、永兴、湘乡、南县等地，肿
瘤普查近万名基层居民， 他们发现，
基层居民普遍缺乏医学常识，缺乏程
度令人震惊。

省肿瘤医院主任医师、老干保健
专家汪安兰在现场接诊患者、咨询者
几十人次， 一位42岁的刘姓妇女，因
感觉乳房胀，赶来求诊才发现已患乳
腺癌。 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 腰痛4
年，一直当椎间盘突出治疗，当天检
查发现已是癌症晚期。

“令人心痛。”汪安兰发现，基层
百姓有病不识、有病不治、病急乱投
医现象严重。“不规范治疗，是基层患
者丧失生命的重要因素。”

目前，该博士团已给基层5000多
名医务工作者传授科学规范的治疗
方法。未来博士团还将陆续走遍全省
14市州，为更多群众除病解难。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洪雷
通讯员 彭萍 彭璐

曹克光、曹克明、曹立遗失坐落于桐
荫 里 010 号 504 房 的 权 证 号 为
711222510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曹慧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证号:
200707HNCS519398，声明作废。

熊第国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证号:
19970143230100001126，声明作废。

肖华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证明号:
19990343010000000084，声明作废。

罗伟遗失车辆交强险保单,号码
为 20590943430012001876,特此
公告此保单遗失作废。

齐亚平 2011 年 4 月 11 日遗失身
份证（签发日期 2009年 2月 13 日)
证号 430321198808168768，声明作废。

平安产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
支遗失以下单证保单及发票联，
声明作废。 保单正本十八份：
PCC010001132000058762-67、
56530-41，保费机打发票十八份
24300132012730272617-22、
9032-43。

作废声明

尊敬的“恒万·西溪里”小区业主：您好！
本小区项目已于 2012年 12月 15日向广大业主进行了交付，在此

向各位业主表示衷心的祝福。 同时车位也在交房当天开始销售，已有部
分业主进行了购买。 为推动小区项目的良性循环发展及根据各位业主
的实际需求，经研究，我司拟出售“恒万·西溪里”小区地下停车位的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恒万·西溪里”小区共有 94 个地下车位，已出售了 23 个，本次
出售 71个，具体位置按现场编号确定。

二、出售对象：本次车位使用权出售优先考虑“恒万·西溪里”小区
购房人（以房产证或购房合同为准）。 如有剩余车位，另行对外出售。

三、出售办法：采取自愿报名、排序选号，一次性付款的方式。 即购
买人凭本人身份证和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到“恒万·西溪里”售楼部报
名并交款，按报名交款先后顺序自主选定车位号后签定相关合同。

四、车位使用权售价因位置不同，具体价格不同，请至“恒万·西溪
里”售楼部查询。 原则上小区业主按户对应只能购买一个车位，但购买
了多套房屋的业户可按户数对应购买相应的车位。

五、 报名及交款时间：2013 年 9 月 18
日-10 月 18 号。 报名地点：“恒万·西溪里”
售楼部。 联系电话：85367070 ；85367272。

顺祝各业主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关于出售“恒万·西溪里”小区地下停车位使用权的公告

湖南恒万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湖南省湖湘天下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
与我公司榔梨营业部终止加盟
合同， 营业执照 （注册号：
430121000039419） 已申请注
销。 原榔梨营业部领取的所有
合同及收据，现声明全部作废。
湖南省湖湘天下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30
日与我公司泉塘营业部终止加
盟合同， 营业执照（注册号：
430121000042183） 已申请注
销。 该营业部未交回公司的合
同现声明全部作废。 合同号如
下： 国内合同 CS0008926 至
CS0008950，CS1076326 至 CS1076375；
出境合同：CJ2011-001026 至
CJ2011-001050。以上营业部所
有旅游经营活动与我公司无
关， 请以上营业部的经营负责
人尽快与我公司联系办理正常
退出手续！

声 明

冯潼江遗失中南工业大学毕业
证和学位证:890731声明作废

玲玲 35 离 166 白领丽人高挑性
感怕婚姻再伤害交激情男为友 18670383309
女 47离 162丰满靓丽经商多房门
面地域不限成家男 18073152693

高薪聘红娘 84321711
扬子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湖北)
湖南分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副本,代码 6918121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冠亚通讯器材贸易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剑刚
电话:18674813676

注销公告

湖南世纪浪翔网络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鲇鱼
套頣美会现代城 1328房。
联系人:禹明 电话 13908460086

注销公告

经湖南守护神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2013 年 9月 17 日股东会议决
议拟将本公司注册资金从 816
万元减至 206万元。 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黄小阳 电话:18973186565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受委托， 定于 2013年 9月 26 日
10:00 在湖南省公共资源拍卖中
心拍卖厅公开拍卖旧机动车一
批，车型有奥迪等，有意竞买者请
持有效身份证件和保证金（每台
2 万元） 到我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 索取有关资料。 展示时间：
2013年 9月 23日-9月 25 日；展
示地点： 伍家岭君悦香邸负二层
停车场；公司地址：长沙市八一路
20号日出东方 708室；
电话：82827770、18974920093；
工商监督电话：89971678

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女 36 岁丧偶温柔体贴收入稳定
寻可靠踏实顾家的男士为夫
13928443903满意面谈有孩更好

男 48岁丧偶退伍经济优成熟稳
重诚觅体贴顾家女为伴有孩可

本人征婚 13927488399

侯维维遗失湘西自治州财政局
2012年 6月 14日核发的会计
从业资格证，声明作废。

小玲商店遗失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副本(个体)，编号:
4301211022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告声明联谊 交友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王柳 43068119911129372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邹典逸 430121198904090453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郑亮 430702198602136018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受慈利县人民法院委托，
本公司拟对张金全、周明初、王
芳葵、王文艺、周雨初等五人下
列资产进行公开拍卖并将有关
拍卖事宜公告如下：一、拍卖标
的： 位于慈利县零阳镇观音桥
派出所旁的幸福路 1 幢 111、
113、114、115、116、117、118 号
门面房，总建筑面积 389.29 平
方米，上述标的物为一个整体、
位置优越，参考价 200 万元，竞买
保证金 50 万元。 二、拍卖时间、
地点：拍卖时间：定于 2013 年
10月 10日上午 10时。 拍卖地
点： 在慈利县人民法院五楼会
议室举行。 三、拍卖须知。 1、凭
有效身份证及复印件报名并索
取相关资料。2、标的展示：自即
日起请竞买人自行到标的物所
在地查勘 。 3、 报名电话 ：
15274455988、13974411234。
4、法院监督电话：0744-3238212

张家界信达拍卖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强制拍卖公告

●本人男 55岁丧健康重情经营
工厂家庭富裕向往家的温暖寻
真诚顾家女 13510599912亲谈

●本人男 53 岁丧真诚军转从商
家境优经风过雨更懂珍惜寻重
情持家女士可带孩 13828875079

●男 53岁丧忠厚重情经营企业
生活富足情感孤单寻重情持家
女为伴可带孩 13424307555亲谈

袁敏身份证遗失，证号：
430722199001022058，声明作废。

想家女 33岁丧偶独居温柔靓丽气
质佳，经商经济优，诚寻体健重
感情有家庭责任感男为伴，贫富
地区不限 13428720255 本人亲听

张海清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430122197401144917，声明作废。
黄七妹 43012419760722868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吴燕妮遗失长沙环境保护职业
技术学院报到证，证号为
200813031300062，声明作废。

曾馨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0111199701261322声明作废。

吴锦紫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号:
43062119910201002X，声明作废。

长沙交通学院李建政毕业证（证
号：940268）丢失，声明作废。

40元/行起(公告从高） 每行按 13个字计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热线
长沙总部 业务 QQ：602058576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5907300988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9月14日上午，三湘
华声全媒体小记者走进
湘雅口腔医院， 现场感
受了一把爱护牙齿的重
要性。 岳麓区桐梓坡小
学三三班的小记者赵炯
瑜一进医院， 就睁大了
好奇的双眼。“现在才知
道， 人的一生有两副牙
齿， 分别称为乳牙和恒

牙，6-7岁时新生的恒牙
是不能再生、 伴随我们
终身的牙齿。 要拥有健
康、美丽的牙齿，就需要
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和
正确的刷牙方法。”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王卉珍

(相关报道见A46版)

“不识病”才是“大病”
省肿瘤医院调查：
基层百姓有病不识现象严重

牙刷指向牙根方向，
顺序为：由前向后，由外
向里。刷上牙时由上向下
刷， 刷下牙时由下往上

刷，刷咬合面时先来回横
刷几遍，刷去牙齿表面的
污垢， 再上下来回竖刷，
清除牙缝里的残留物。

幼儿园的双胞胎妹
妹鲍伊伊（右）在数姐姐鲍天

天的牙齿数量。 新华社 图

这样刷牙才正确

小记者体验“爱牙日”

支招

花絮

健康连线…


